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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屈啸

省会长沙的公交出行悄然发生着改
变。眼下，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正在对
2000 辆长沙公交车安装数字交通车载
智能终端，对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加装智
能网联路侧单元RSU。这意味着，公交车
能通过与城市交通信号灯的信息交互，
让红绿灯根据公交车的载客量、正点率
等情况，来改变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相位，
确保公交优先、高效通行、正点到站。

生活中一个智能化场景，背后串联起
多个产业链；而影响产业链走向的重要因
素，则是技术创新。7月23日，省工信厅发
布《湖南省制造业重点领域产业链技术创
新路线图（IGBT、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电
力运维装备）》。“这份路线图就是促进创
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加速器’。”湖南
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常
务副总经理李焱高兴地说。

育生态，产业链同频共振、
协同发展

湖南国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生产的能替代进口的IGBT芯片和器件，
在今年疫情之下，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国芯科技总经理戴小平告诉记者，
IGBT芯片用于轨道交通、电网等多个领
域，比如在高铁的“心脏”中，就是牵引变

流器的关键核心部件；在智能电网里，就
是实现电能高压远距离传输的保证。

IGBT 是一种功率半导体器件，中
国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国，但国内 IGBT
功率器件市场一直被国际巨头占据，严
重制约了国家重点工业、能源等关键行
业发展。

此次为何选择 IGBT、智能网联汽
车、智能电力运维装备 3 个产业链发布
技术创新路线图？省工信厅副厅长彭涛
介绍，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这 3 个产业
都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契合
国家发展战略与导向。

这3条产业链在我省都具有良好的
发展基础和潜力。

作为我省制造业的主导产业，IGBT
功率器件产业链已实现从“跟跑”到与
国际巨头“并跑”的重大跨越，应用领域
从前些年的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拓展
到了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多个领
域，我省拥有全国唯一完全依靠自主能
力建设、设计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
产品型号最全的IGBT产业基地。

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在我省已
初具雏形，从上游的感知、网联、决策、
执行等智能网联零部件，到中游的智能
驾驶解决方案、智能驾驶集成等整车制
造，再到下游的数据增值、车联网运营、
出行服务等，集聚了 300 多家企业，产

业年增速在20%以上。
随着新能源以及智能电网的不断

发展，近年我省在智能电力运维装备领
域不断突破，目前已拥有近60家智能电
力运维成套设备生产企业，产业链产值
规模约100亿元。

彭涛介绍，IGBT是能源转换与传输
的基础核心器件，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
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智能电力运
维装备是节约运维成本、提升用电安全
的重要手段，这3个产业链之间可以实现
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并且通过关键技术
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再带动我省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装备、工业互联网等多个优
势产业、新兴产业共同发展。

补短板，抢占新一轮技术
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

为摸清产业技术发展现状，省工信
厅对产业链企业的技术需求和技术创新
关键环节、关键材料、关键设备等进行梳
理，找出短板弱项，以技术创新路线图的
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这3个产业链的技术
创新发展方向、措施步骤和目标任务。

“以前各自发展，现在抱团发展。”
戴小平说，以IGBT产业链为例，上游的
材料、设备厂商需要有芯片的应用作为
支撑，芯片厂商又需要在下游终端用户
的应用中实现技术与产品的快速迭代。

技术创新路线图可以引导产业链企业
互动互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圈。

“智能汽车”已被行业普遍认为是
下一个新赛道。湖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如何在一众造车“新势力”中脱颖而出？

“充分发挥本土特色优势。”李焱介绍，
技术创新路线图中列出的多项攻关技
术，将与北斗、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等
我省现有优势产业挂钩，让技术创新最
终落脚到产业发展上。

“技术创新路线图将引导创新资
源向产业链聚集，帮助企业攻克一批
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湖南能创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智能电力装备创新中
心特聘专家杨义说，其中既有行业面
临的共性技术难题，如未来的智能电
力运维装备都要装上“国产芯”；也有
企业不同的个性技术难题，如云平台
的优化等。

以路线图为指引，省工信厅将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
善资金链，对列入路线图的关键共性
技术、研发攻关项目，通过制造强省等
专项资金加大支持力度，形成支持产
业链技术创新的政策合力。省工信厅
科技处处长李润仑表示，今后将健全

“创新链+产业链”的“双链互补”特色
发 展 机 制 ，形 成“ 技 术 创 新 - 成 果 转
化-规模化应用并获利-投入资金再
创新”的良性循环。

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制造强省

省工信厅新发布制造业重点领域产业链技术创新路线图——

“链式”创新，期待“连锁反应”

段官敬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党费中给受灾严重的江西、湖北等省
区市下拨专项资金1.2亿元，用于支持
防汛救灾工作。据悉，它主要用于慰问
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及因受灾严重
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基层党员、群众。这
笔“特殊党费”，赢得了广大基层党员
干部和百姓的点赞，不少群众表示从
中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诚团结、
勠力同心、共渡难关，是中华民族传统
精神的元素标识。中央组织部下拨这
笔“特殊党费”，为受灾地区党员干部、
百姓群众加油鼓劲，能让其感受到党
的关怀和温暖。此外，这笔“特殊党费”
用于走访慰问、灾后重建等，彰显的是
本色、服务的是民生、凝聚的是党心。

党费支援防汛救灾是支援，也是
一种激励。替担当者担当、为奋进者呐
喊，下拨专项党费蕴含了党对防汛抗
洪中奋勇担当、顽强鏖战勇士们的认
可。而通过对先锋模范们的肯定，可以
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深入防汛救灾一

线，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从而凝聚合
力、团结群众做好抢险救灾、灾后重建
等各项工作。

这笔“特殊党费”是为抢险救灾、
造福民生而来的，必须用到“该用的地
方去”，做到“专款专用”。因此，要坚决
杜绝向这笔“特殊党费”伸过去的黑
手，尤其坚决遏制把专项党费变成“唐
僧肉”的腐败行为。同时，“好饭就怕
晚”。防汛抗洪千钧一发、时不我待，

“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救灾、慰问困难
党员和群众应突出时效性和迅速性，
因而相关党委和政府要拿出行之有
效、合理可行的资金拨付使用方案，确
保每一分党费都用对用准用好，真正
让基层党员干部和百姓群众感受到党
组织的“及时雨”与“甘霖露”。

众人拾柴火焰高。“特殊党费”虽
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受灾问题，但这
是一个起点、一个指引。打赢打好防汛
抗洪和灾后重建之战，关键要靠上下
联动、多方协同、齐心发力。相信在党
中央的号召下，会有更多关爱从四面
八方汇聚，凝聚成灾区脱困脱险，保一
方安澜的强大信心和力量。

湖南日报7月 26日讯（记者 黄
晗 陈薇）献礼“八一”建军节，描绘盛
世山河。今天，“苍穹与大地——陈芳
桂艺术作品展”全国巡展（长沙展）在
湖南美术馆启动。

陈芳桂196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
部文艺创作室专职画家、一级美术师。
本次展览共展出陈芳桂近 20 年创作
的 202 件作品，分为“军旅、传统、人
物、新墨”四个主题展区，展期为 7 月
26日至8月14日。“军旅”主题展区陈
设大件作品《长城组歌》、军旅题材画
作《大国长剑》等；“传统”主题展区以

山水画为主，集中展现了潇湘山水的
壮美、灵秀和神秘；“人物”主题展区的

《矿工》等作品，倾注了画家深沉的悲
悯情怀，洋溢着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

“新墨”主题展区突出艺术的时代性、
探索性与实验性，展出战疫作品《铁骨
铸梅魂》等。

本次展览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
传局、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
心、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湖南
省美术家协会、湖南省画院联合主办，
是陈芳桂以军人的名义向“八一”建军
节的艺术献礼，也是他精彩描绘湖湘
山水、家国风情的集中呈现。

献礼“八一”建军节
“苍穹与大地——陈芳桂艺术作品展”启动

湖南日报7月 26日讯（记者 王
文隆）5场嗨购直播秀接连推出，为贫
困户“带货”。7 月 25 日，湖南浏阳·淳
口（枫林湖）首届“消费扶贫社群节”在
浏阳市淳口镇举行。活动通过“农特产
品+互联网+自媒体直播”方式，开展
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省政协副主
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参加活动。

活动中，相关领导与企业家、网红
一道，直接为贫困户当起了售货员。现
场展示了茶叶、茶油、大米、蜂蜜、土鸡
蛋、莲子制品等优质特色产品，来自全
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家、创业者、网红、

大咖、演员等组成5大直播团队，利用
网红带货、网络直播等形式，开展嗨购
直播秀系列活动。现场还签订淳口镇
蜂蜜产业投资项目，解决了当地 100
多户蜂农的产品销售问题。

这次社群节通过线上线下互动，
实现销售总额 247.15 万元，5 场直播
观看总人数89.67万人。

今年来，浏阳市通过大力发展“三间
经济”，上半年实现网络零售交易额
32.98亿元，增长11.8%，累计帮助产业
扶贫基地、贫困户销售各类农产品7500
多万元，直接带动2000余户农户增收。

“农特产品+互联网+自媒体直播”

浏阳举办消费扶贫社群节

三湘时评

“特殊党费”彰显大爱本色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周月桂

电影院重新开放，跨省团队旅游有
序恢复，夜市再次兴起……这个夏天，人
间“烟火气”越发浓厚，电商直播间持续
火爆，湖南的消费市场在不断回温，并且
呈现出崭新亮点，攒集了一股新力量。

据统计，1至 6 月，全省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7123.9 亿元，下降 6.6%，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4.9个百分点；网络零
售额完成1424亿元，增长16.7%，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企业网上零售额增长32.2%。

线下消费逐步复苏，升级
类商品零售持续改善

7 月 25 日，周末的长沙街头气温高
涨，而各大商场超市冷气充足、人气颇
旺。网红打卡地太平街人来人往，黑色
经典、茶颜悦色等店铺前排起了长队。
湘江边夜市初兴，出售着彩色发圈、防
蚊手环、节能灶具等五花八门的东西，
热闹了一条江……

随着省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在
各项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下，市场主体加快
复商复市步伐，居民外出消费有序增加，
市场活力逐步提升，市场销售持续改善。
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4.9个百分点。其中，6月
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5.87亿
元，下降1.1%，降幅进一步收窄。

疫情来袭时，消费首当其冲。全力
以赴促消费，今年以来，我省密集出台
多项举措，引导消费需求，提振市场信
心。“湘消费”拉动消费杠杆效应明显，
覆盖全省14个市州，包括餐饮、商超、旅
游、零售等各服务行业。“湖南米粉大擂

台”聚齐全省 14 市州 48 家米粉名店、
124 种特色米粉、123 款风味小吃，大力
刺激餐饮消费。眼下正在举行的“火红
七月 湘府有礼”湖南消费促进月活
动，聚焦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餐饮、零售
行业，以发放亿元行业消费券的形式，
带动人气回流和消费回补。

在稳市场、促消费等多项政策促进下，
我省居民消费持续改善。目前，全省重点生
活必需品备货充足、价格平稳、品种丰富。

粮油食品、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额
增长较快。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粮油食品类商品
实 现 零 售 额 285.4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6%。其中，粮油类增长16.6%，肉禽蛋
类增长 12.0%，蔬菜类增长 13.4%。全省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中
西药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127.55亿元，
同比增长25.2%。

升级类商品零售继续改善，品质消
费成新热点，汽车类商品零售额降幅明
显收窄。

房地产销售恢复，促进家电更新消
费回升，上半年家用电器类商品零售额
下降8.7%，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2.5个百
分点。化妆品类、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
额分别增长11.5%、1.5%，比一季度回升
17.8个和4个百分点。

智能、绿色家电成为人们的首选。
“春天的时候，消毒柜、空气净化器销售
量猛增，入夏以来，主打智能、节能的高
档冰箱、空调销量增速最快。”湖南苏宁
总经理窦祝平介绍。

在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政策带动
下，居民购车和换车需求不断释放，汽
车消费回暖。限上批发零售企业中，汽
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4.6%，降幅比一季

度收窄9.8个百分点。
疫情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餐饮消费

继续好转。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住宿
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实现零售额83.70亿
元，同比下降21.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2个百分点。

网络消费成新动力,直播
带货成新热点

疫情之下，小区封闭式管理、居民
减 少 外 出 等 防 控 措 施 催 生 的“ 宅 经
济”，让各大电商平台尤其是生鲜电商
的生意异常火爆。上半年，全省网络零
售额超 1400 亿元，兴盛优选等本省重
点电商平台网络零售额同比实现大幅
度增长。

大型电商平台充分发挥出“龙头”
效应，阿里、京东、苏宁易购等是我省网
上零售的“支柱”，拉动全省网上零售额
较快增长。

而植根本土的社区团购乘势而上，
在疫情中大放异彩。兴盛优选依托社区
实体便利店，通过“预售+自提”的模式，
在疫情期间为用户提供蔬菜水果、肉禽
水产、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采购服务，
既保障供应、平抑物价，也扶贫助农、稳
定就业。兴盛优选品牌公关总监李浩介
绍，上半年，该企业网络零售额同比去
年增长超过 5倍，纳税超过 1亿元，新增
用户同比增长4倍。

疫情倒逼下，省内许多传统商贸企
业主动“触网”，大型商超、小微店铺纷
纷开启“云逛街”模式，直播带货更是
成为今年电商的热词。

云情人节、女王节、五一焕新节……
自2月10日全面复工复产以来，本土零

售龙头友阿股份在线上开展的云端营
销活动一场连着一场，让人目不暇接，
友阿旗下商场所进行的日常直播活动
更是数不胜数，各门店利用自主开发的

“友阿购”微信小程序开展全员直播，让
每一个专柜都成为一个直播间。据统
计，友阿购平台的直播间在 3 个月间累
计观看人次超过 2000 万，最高单场直
播观看人次超过 101 万，单日最多直播
场数达到 640 场，其直播频次一度对标
淘宝等电商平台。

“随着 5G 技术逐步推广，物流网络
日益完善，以及用户消费观念和习惯的
变化，未来全省线上消费还有更大的成
长空间，为消费市场繁荣注入新动力。”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刘建平说。

今年以来，我省商务部门指导连锁
经营、餐饮等行业协会与第三方电商平
台开展合作，帮助零售、餐饮等传统商
贸企业转型升级，拓展线上服务，同时
协调阿里为上线企业提供减免佣金等
优惠政策。省商务厅还精心组织开展了
第二届“双品网购节”湖南地区活动，4
月28日至5月10日，3家湖南地区参与
企业累计上线参与品牌数近 4000 个，
实现总成交额超9亿元。

“推动消费市场企稳回暖，需要不断
促进传统消费的创新升级和新业态的规
范发展。”省商务厅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
处处长陈靖表示，商务部门将坚持促进
传统消费创新升级和新业态规范发展并
重，大力推动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
鼓励市县各级创新并落实促消费政策举
措，推进跨境电商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
引导假日经济、夜间经济、地摊经济等规
范发展，努力实现消费供需两端有机融
合，推动消费市场企稳回暖。

夜市再次兴起，电商直播间持续火爆，湖南线下线上消费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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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 26日讯（记者 周
月桂 刘勇 通讯员 张婷婷)湖南强降
雨再度来袭，目前湘西、湘北地区处于
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急响应状态，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省气象局与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
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研判，及时发布
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山洪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等信息。

今天16时，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
色预警:预计 26 日 20 时至 27 日 20
时，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西
部、岳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
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常德、益
阳、怀化北部等地局地大暴雨，并伴有
雷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会
商认为：自 7 月 26 日 20 时至 27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益阳市北部局地可能发
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常德市西部及
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部、张

家界市南部、怀化市北部、益阳市西北
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黄色预警），常德市东部局地发生山洪
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
商得出结论：自 7 月 26 日 20 时至 27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湘北、湘西北、
湘中大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
风险较大（黄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26日至28日副高
东退，受高空槽和中低层低涡切变共同
影响，湘西、湘中以北有强降雨，28日降
雨减弱、湘东北有大到暴雨。气象专家
提醒，26日晚至27日强降雨过程致灾
风险高，相关部门需警惕洞庭湖区、澧
水、沅水及资水下游的流域性洪涝和山
洪、地质灾害；关注长江中上游强降雨
对洞庭湖区防汛的不利影响；关注湖区
风大浪高对抗洪抢险的不利影响；关注
湘南地区的旱情发展，做好蓄水、保水
以及人工增雨抗旱准备工作。

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发布
强降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

7月24日，常德高新区产业园，中联建起塔机生产基地一派繁忙。今年上半
年，该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10余亿元，建成标准化厂房10.67万
平方米，新开工亿元工业项目10个，新投产亿元工业项目8个，新引进亿元工业
项目18个。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高新产业快速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湖南制造”正在向“湖南智造”迈
进，“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键词。

无论是“湖南制造”还是“湖南智
造”，都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近年
来，我省职业教育聚焦服务湖南重大战
略需求，主动融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与湖南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输送了
一大批有作为有担当的“技术蓝领”。

7 月下旬，记者走进长沙、株洲、湘
潭等地的部分职业院校，亲身感受我省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
长沙航空职院办学特色鲜明，开设

的 22 个专业，航空机电设备维修、航空
电子设备维修、航空机械制造、航空服
务与管理共 4 个专业群，全部紧密对接
航空产业链。学校与中国航发南方工业
公司、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公司等航
空企业深度校企合作，共建了 123 个校
内星级实践教学现场、4 个校内产学研
基地、25 个工厂培训中心、203 个校外
实训基地，近 3 年为企业行业订单培养
了4000余名高技能人才。

“同时，我们还走进地方航空企业培
训企业员工，近3年的培训量已达10多万
人次。”该校党委书记陈勇介绍，目前湖南
省正处于把航天航空产业打造成千亿元
产业的关键时期，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
量还在扩大，学校正加深与行业企业的合
作，助力湖南航天航空产业腾飞。

湖南汽车工程职院原名株洲职业

技术学院，以前是一所无行业背景、无
专业特色、无品牌效应的职业院校。
2013 年，该校正式更名，瞄准湖南汽车
产业链，撤销 8 个无关专业，新设 10 个
相关专业，构建了整车与零部件制造、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汽车营销与服务三
个汽车特色专业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在该校建
立了我省首个高职院士工作站，自主研
制的无人驾驶观光车正在商业化试运
营；与中车时代电动汽车公司共建“新
能源汽车研究所”，已申报并建设国家
级项目 4 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家专利 11 项；与北京汽车株洲
分公司共建“中南地区技术服务中心”，
与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公司共建“立方
新能源汽车技术实验中心”……一系列
校行企融合举措，让学校的办学水平飞
速提升。

湖南工业职院聚焦湖南工程机械、
电工电器等产业，形成了“工”字号特色
专业体系；湖南商务职院围绕“互联网+
商贸服务”产业，打造现代商务专业群，
长沙商贸旅游职院对接长沙区域发展
战略，重点建设了餐旅会专业群、现代
商贸服务业专业群等6大专业群……

目前，我省高职院校对接产业链构
建了 292 个特色专业群，群内专业在校
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7.3%，实现了对全省
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和现代农业的全覆盖、全对接。

把课堂建在生产线上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 1998 年进驻长

沙，迄今在湖南已有5万多家企业客户。
“企业的发展与当地校企合作培养人才
密不可分，目前在金蝶长沙基地的 100
多个工位中，有 70%的学生来源于校企
合作的培养。”该公司技术支持一部副
总监朱灿坤介绍。

2004年，长沙民政职院与金蝶长沙
分公司合作，共建金蝶 ERP 实训室，
2012年升级为应用人才孵化基地，实习
工位多达 130 个，承担的技术支持业务
占总部八大产线的近 1/3。该校校长李
斌告诉记者，基地运营完全按公司业务
流程进行，公司每年委派10多名技术骨
干，与学校的专任教师一起进行现场指
导，培养出来的学生技能素质突出，毕
业后直接进入金蝶集团各部门工作的
已有近千人。

湖南铁道职院地处株洲千亿轨道
交通产业园，拥有脱胎中车、毗邻中
车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学校构建了
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轨道交通装
备运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与服务 3
大专业集群，覆盖高铁、普铁、地铁等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运用、管理与维
护产业链，已经成为产业发展不可或
缺的力量。

2014年，第一片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中国高铁核心器件——8 英寸 IGBT 芯
片在中车时代电气成功下线。而湖南铁
道职院与该企业合办的订单班的120名
学员参与了核心器件生产线的设计、建
设、设备安装调试、产品试制、正式投产
全过程。“项目二期生产线又开始建设
了，我们又选拔了83名优秀学生作为储
备人才正在进行培养。”湖南铁道职院
校长方小斌说。

“2016年我们公司决定落户湘潭经
开区，就与湖南理工职院、湘潭市工业
贸易中专签订了人才培养战略协议。”
舍弗勒湘潭公司培训中心主任邓湘宾
告诉记者，4 年来，校企双方按照德国

“双元制”教育模式，理论课主要在学校
的课堂上进行，实训课主要在企业的生
产线上完成，2 所学校共为企业输送了
近 200 名优秀毕业生，其中绝大多数成
为技术骨干、管理人员，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我们还在株洲动力谷园区创建了
动力谷分院，在湘潭九华园区创建了九
华分院，目的都是为了能把学生的实训
直接设在企业的生产线上，让他们的专
业技能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湖南理
工职院院长陈静彬说。

把课堂建在生产线上，让人才输出
无缝对接企业需求，正在促进职教人才
培养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全方位融合。

对接优势产业 服务经济发展
——湖南职教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烟火气”越发浓厚
消费市场持续回温


